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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风雪里，上门助老不能停
□ 本报记者 唐悦
【2020 故事】2020 年 12 月 30 日，
一场大雪后，南京天气放晴，气温跌到
了冰点。中午一点多，安康通南京公司
助老员谈小满骑着电动车穿梭在秦淮
区老小区的街巷中。
拐进五老村红花地 3 幢，谈小满熟
门熟路地找到车棚锁好车，屋檐下挂着
冰凌，融化的雪水滴了一身，赶时间的
谈小满顾不得这些，沿着楼道直奔而
上，敲响了 201 室的门。
“阿姨，我是小满，开门哦！”
门内头
发花白的周庆鸣看到小满，满心欢喜。
周庆鸣今年 64 岁，照顾 95 岁脑梗的母
亲 孟 桂 英 已 有 4 年 多 。 她 希 望 2021
年，小满还能继续服务。
“外面好冷，公司就怕老人在家不
好护理，派我们在雪后把服务的各家
各户都跑一遍。”进了门，气还没喘匀，
谈小满就马上投入工作。倒热水、给老
人洗头、擦脸、擦身、换尿垫、翻身、拍
背……动作麻利又专业，全套护理做
完，她又开始擦地、擦厨房，两个小时，
手不停、脚不停。
2016 年，孟桂英老人患病卧床，生
活不能自理。老人的女儿和外孙女担
负起护理工作。老人的外孙女在东部

战区空军医院心胸泌尿外科护理部工
作。疫情暴发，她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
跟随江苏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
回来时
已经是 50 天后。其间外婆的护理重
担，全部压在了母亲周庆鸣身上。
当时，为了疫情防控，按照民政部
统一部署，所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全部
暂停。秦淮区民政局获悉此事后，
申请
上级特批，通过购买安康通居家上门护
理服务，派助老员谈小满照顾孟桂英，
解了这家人的燃眉之急。
“这大半年，
多亏小满，
给我妈妈护
理得特别好，
她干事不惜力、不嫌脏、不
怕累，我们全家都感谢她！”说到谈小
满，周庆鸣连声称赞。
去年 2-3 月，居家隔离，大批养老
护理员不能上门，老人出不了家门，生
褥疮、突发疾病等状况变多，对家庭来
说，压力巨大。上门助老服务暂停，谈
小满焦虑，她的服务对象更焦虑。谈小
满接到好几户老人家属的求助电话，
希
望能恢复上门，
帮帮他们。
“去年 3 月中旬，
我们为 3 名特困老
人申请了紧急上门服务，
有空巢孤寡老
人，
也有抗疫家庭，
获得了批准。
”
去年 3
月中旬复工，
4 月、
5 月变得异常忙碌，
谈
小满想把欠老人的工时都补回来，中
午、
晚上，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上门。
不仅仅是护理，谈小满要做的还
包括这些家庭急需的各类助急服务，
比如无电梯高楼层的老人需要买米买
油 ，要 代 购 送 上门 ；有些 人家子 女外
出，需要临时上门做饭。少则 3 家，多
则 5 家，每家 2 个小时，谈小满每一天

的时间都被填得满满的。
助老员在服务过程中，
还排除了很
多风险。去年 5 月，谈小满在给孟桂英
老人擦身时发现，老人在发低烧，腹部
有积水。她立即把情况告诉周庆鸣，
老
人紧急入院治疗 10 多天后，
病情得以好
转。上门服务中，
安康通很多护理员都
充当过急救人员，
帮助老人转危为安。
安康通片区项目主管孙菁当天也
来老人家做回访，
得知周庆鸣很想申请
2021 年的“喘息服务”，孙菁帮她作了
评估。
“ 整个江浙公司，有 3000 多名像
谈小满这样辛勤忙碌的助老员。2020
年，安康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仅秦淮
区就服务了 173 名 90 岁以上失能老
人、91 位托底老人，全年服务时长达 2
万多个小时。
”
据悉，疫情期间不能上门，安康通
通过线上电话慰问、线下无接触送防疫
物资等方式，温暖了许许多多独居老
人。政策的温暖，就在一次次敲门、一
次次代购、一次次护理中，传递到千家
万户。
【跨年感言】谈小满：2020 年虽然
过得忙碌，
却十分充实。老人和他们的
家属最常对我说的话，
就是
“谢谢”
。其
实我也想说，谢谢他们。干一行爱一
行，
我很爱这份职业，
家家都有老，
我们
也会老，服务好他们，我们的将来也更
有保障。2020 年 12 月 30 日，我拿到了
中级养老护理员证书，
这是对我专业的
肯定。2021 年，我将用更专业的服务，
温暖老人的心。
【江苏养老这一年】2020 年，江苏

大力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累计
为 245 万人次老年人开展上门服务，全
面完成 3.07 万户经济困难的高龄、失
能、重度残疾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民生
实事，各地创新探索家庭照护床位、时
间银行等居家服务新模式，
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基础性地位不断夯实。
据最新统计，
全省全年新增护理型
床位 1.27 万张，养老机构床位结构持
续优化，护理型养老床位占比达 62%，
满足更多失能、失智老年人长期照护服
务刚性需求。
各地深化养老服务
“放管服”
改革，
推动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企业发
展，社会力量举办或经营床位数占比
69.1%。全省 700 家特困供养服务机
构基本具备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功能，接收农村社会老年人达到 1.93
万人，194 家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开展了
公建民营。
养老服务质量好不好，
关键看养老
护理员队伍强不强。去年，
全省遴选 40
家省级养老护理员实训基地，
全年共培
训养老护理员 4.45 万人次，
首次以省政
府名义举办养老护理技能状元大赛。
省民政厅还与高校合作共建全国首家
本科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
将成为培养
更多专业养老护理人才的
“加油站”。
看精彩视频
关注交汇点

注册当地首个家庭农场，
最近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

耕耘 8 年，农场主说酸甜苦辣
□ 本报记者 董鑫
通讯员 杨鼎 徐华
泰州市高港区大泗镇的光普家庭
农场，最近入选“第二批全国家庭农场
典型案例”
，是该市唯一，而全省此次入
选的家庭农场也仅有 4 家。
走进这家农场，只见墙上挂着两
块由省农科院授予的牌匾，一块写着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研发中心”，另一
块则写着“芽苗菜研发基地”。时值隆
冬，但室外联排白色大棚内，盆栽蔬菜
长势喜人。
44 岁的农场主曹光甫，去年纯收

入超百万元。聊起 8 年来的酸甜苦辣，
他侃侃而谈：
我是高港本地人，大专毕业后，承
包 过企 业 食 堂 、开 过饭店 、办 过纺织
厂。2013 年起，国家鼓励发展家庭农
场，我第一个
“吃螃蟹”
——注册了全区
第一家家庭农场。
投入 500 多万元 、承包 275 亩地，
正当我准备大干一场时，
“ 当头一棍”
就把我打蒙了：种了 100 多亩芋头，收
成有 15 万斤，堆满了 400 平方米的仓
库。本想留到春节卖个好价钱，没想
到发霉烂掉了；100 多亩小麦收割时碰
上阴雨天气，最终只卖了 9 万元，还不
够土地租金，更别提烘干、运输、人工
等费用了。
第二年，小麦又得了“赤霉病”，工
人在给芋头除草时，
喷洒的农药浓度过
高，草是除掉了，但芋头苗也蔫了。两
年总共亏了 200 万元。第三年上半年，

我改种大豆和玉米，虽然没亏，但也没
挣到多少钱。
之后有段时间，我整个人就像霜
打的茄子，一点精气神都没有。好在
还有国家补贴，
否则我就真成了难翻身
的
“咸鱼”
了。就在我迷茫之际，
省农科
院专家点拨了我：技术是核心，搞农场
跟办企业一样，也要有自己的“拳头产
品”；流通是关键，把产品变成商品，减
少中间环节，提高农产品价格。
那年下半年，
我就从省农科院引进
了盆栽有机型蔬菜种植新技术。一盆
蔬菜 5-6 两，价格 18 元，约是普通蔬菜
的 10 倍。有人问我，同样的蔬菜，为啥
你卖得这么贵？我说，
现摘现吃，
新鲜；
蔬菜所需基质是玉米、
花生秸秆等粉碎
和菜油渣发酵而成，生态；口感鲜嫩爽
脆，好吃——这么看，价格就不算贵了
吧？再说了，大米不也有卖几元、几十
元一斤的吗？你还别说，
就靠着这不起

眼的盆栽蔬菜，
农场当年销售额突破了
200 万元，
一举扭亏为盈。
尝到了新技术带来的甜头后，
我又
从省农科院引进两名博士担任副场长，
还定期组织员工外出学习。农场现在
使用的喷灌设施，
就是员工们自行研究
改进的，有效减少了用水量，每年能给
农场节约成本 8 万余元呢。
去年初受疫情影响，
许多饭店暂停
营业，
我们订单一下子少了很多。那段
时间，我在家一门心思琢磨销路问题，
通过公开招标打入高校食堂，
还借助网
络平台直接销往千家万户。仅从一家
高校，农场就拿到了一年 600 多万元的
大单。
今年，我们农场和省农科院、省中
医院签订了三方协议，
共同研发种植健
康蔬菜，
主要面向亚健康等人群。农业
市场前景广阔，
农业现代化离咱农民越
来越近，
我对未来发展信心十足！

位于南通通州区开沙岛的恒
力（南 通）纺 织 新 材 料 产 业 园 将
“ 智 能 制 造 ”与“ 绿 色 制 造 ”相 结
合，实现了车间设备自动化、智能
化 再 升 级 。 图 为 昨 日 ，智 能 示 范
车间一片繁忙。
许丛军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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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在“丑陋建筑”前照照镜子
□ 左中甫
2020 年度第十一届“中国十大丑
陋建筑”评选结果近日出炉，
广州融创大
剧院、长白山天地度假酒店等公共建筑
上榜。这些建筑，
要么存在过度拜金、
简
单克隆、
盲目抄袭等老毛病，
要么冒出了
资本对公共空间支配权的滥用、
呈现出
“平庸之丑”等新问题。
“选美”容易“评丑”难。这项由网站牵头、大众投票、专家评审的“评
丑”活动，一办就是十一届，各方的毅力、勇气和热情都值得称道。评定建
筑物的美丑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在这方面不可能存在百分之百的共识，但
每一年的榜单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公共建筑设计领域存在的突出问
题。榜单的发布，也是推动各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有益契机。
比如，
“象形建筑”多年来一直饱受诟病，但外形与铜钱、酒瓶、神仙、乒
乓球拍、
小提琴等高度相仿的公共建筑还是不断涌现。再比如，
在本土的文
化环境、自然地貌、生活空间里，生硬地“插入”一幢（片）欧陆经典建筑的克
隆版，每每让人觉得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类似的公共建筑“作品”，年年榜
上有、
年年换
“马甲”。这背后的原因，
值得思考。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公共建筑更应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精品，理应符合
公共审美的趣味。公共建筑如果建造得不伦不类，不仅会让同时代的人
们感到扎眼，不少时候还会让几代人感到扎心。正因此，一幢公共建筑从
设计、建造到落成、投用，需要经过专业人士的精心构思、精准呈现和精致
雕琢，相关机构的全面审查、审慎批复和严格验收。作为公共建筑的服务
主体，公众也应当以适当方式加入进来，他们的“非专业”声音也应受到重
视。强化决策的公开、透明、民主，才能避免因为专业自负、权力傲慢导致
的各种设计缺陷。
“丑陋建筑”各有各的丑，
但背后都有把关不力的身影。有时候，
专业的
规划和设计机构有可能因为想“创新”而捣鼓出一些新奇作品，有的作品未
必能够为当时、
当地的多数人所接受，
这样的作品可以交给时间来评价。但
更多时候，
负责审核、
拍板、
监督之责的领导干部，
对于主要公共建筑乃至于
城乡建筑风貌，
事实上发挥着
“把关人”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审美趣味，
往往
会在把关过程中充分表现出来。近年来，
一些地方在统一设计店招、
改造城
乡风貌中屡现
“低级失误”，
以及
“丑陋建筑”的涌现，
都暴露少数领导干部在
这方面的明显短板。着力强化各级“把关人”的美学素养、责任意识和履职
能力，
尤显迫切。
建设美丽中国，既要美在整体，也要靓在局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
必然也是优化生态、
美化城乡、
做精局部、
提升细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不
仅要减少乃至于杜绝各种
“丑陋建筑”出现，
还要在彰显历史文化、
体现地域
特色、
增强个性色彩等方面下大功夫。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领导干部，
常在
“丑陋建筑”前照照镜子，
对于改进工作、
减少失误，
实在是大有裨益。

时论

守好
“青山”
才能换来
“金山”
□ 孟亚生

江东时 评

元旦前夕，
盐通高铁即将通车之际，
盐 城 东 台 市 收 获 一 个 丰 厚 的“ 大 礼
包”——上海地产集团和当地政府合作
共建、总投资高达 700 亿元的“长三角
康养小镇”正式签约，
落户东台市沿海经
济区。偏居苏北一隅的东台市之所以能将“长三角康养小镇”收入囊中，与
当地建设、
守护好 6.8 万亩平原森林和 330 万亩生态湿地分不开，这些高颜
值的生态环境，
对高水平康养项目构成强大的吸引力。
古人云，
“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小树成材需要
十年，而要使大地尤其是盐碱荒滩上树木葱茏，则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
年。
“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如果畏难情绪严重，缺乏让大
地披上绿装的耐心和勇气，则会遇难而退，功亏一篑。只有不惧从零甚至
负数起步，持之以恒地种树造林，才能繁育出茂密的人工生态林，建成一
座座“青山”。
建设
“青山”不易，
守好
“青山”更难，
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
决心。众所周知，
植树造林投资回报周期很长，
短期内不能形成直接经济效
益，更无法实现当年受益。一些地方急功近利，通过大量采伐树木、低价转
让林地，将“绿水青山”变现为“金山银山”，这种短期行为，伤害的不仅是林
木，
还有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只有坚持守住生态保护红线，
保持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
“ 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不计较眼前得
失，不为环境所左右，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终有大
成。相反，如果领导干部只盯着自己任期内的 GDP，只想着眼前政绩，就会
出现“有地就占、有煤就挖、有油就采、竭泽而渔”等种种牺牲环境发展经济
的短视行为。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层林叠翠的林木，
不仅是一道道美丽的风
景线，
而且因为负氧离子浓度高，
形成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守得云开见月
明”，
一旦时机成熟，
就会成为吸引文旅、
康养项目的
“金山”。

用4袋硬币交执行款被罚，
该！

南京一橡胶公司
化工装置爆燃被扑灭
本报讯（记者 方思伟） 记者 1
月 12 日晚从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
获悉，12 日 17 点 06 分，位于南京丰
华路 299 号的扬子石化橡胶公司化
工装置发生爆燃，企业立即启动专
项应急预案，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开展灭火救援，19 点 46
分现场明火完全扑灭。事故未造成
人员伤亡，
经环保部门检测，未对周
边环境造成污染。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上接 1 版 同时，安置小区建设进场
材料全部选择行业十大品牌中的优质
环保产品，安置房质量控制规范“像书
一样厚”。不仅如此，为最大限度让利
百姓，安置房价格一直统一定价为 618
元/平方米，
多年来一分钱没涨。
原先由周边县区农村划转过来的
3 万多农民，早已住进敞亮、漂亮的安
置小区。其中山阳湾花园、枫香苑小区
等 5 个优质安置小区相继建成使用，实
现 100%安置入住；富城路办事处白云
佳苑、康体嘉苑等安置小区共安置居民
3176 户 1 万余人；高铁办基本完成黄
岗村、浦马村、黄桥村等农房改善工作。

产城融合，
绘就兴业惠民“新标杆”
安居才能乐业，乐业才能惠民。生
态文旅区党工委、管委会通过创优环
境、落实政策、夯实平台，先后引进社会

农民尽享康居乐居红利
资本投资项目 21 个，新增注册企业数
在做好就业创业服务的同时，生
775 家 ，注 册 登 记 个 体 工 商 户 1599
态文旅区制定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
家。同时，青创空间、五九双创等重点
施细则，将农房改善后的安置农民全
打造的平台载体入驻企业 120 余家，为
部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彻底
辖区百姓就业创业提供了一大批岗位。 解决其后顾之忧，养老金待遇已实现
去年 4 月份，淮安生态文旅区制定 “七连涨”。
出台
“暖心之城”
方案，
重点对困难对象
顺民意出实招，
开展一对一的就业帮扶。其中
“暖心之
绘就基层治理“新画卷”
城、爱心福递”
微公益项目，
为企业与困
难家庭结对牵线搭桥；
新城公司设立爱
安置小区社区化、规范化管理，成
心助学基金项目，
通过捐助活动帮助困
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为此，
淮安生
难家庭孩子完成学业，
符合条件的优秀
态文旅区党工委、管委会顺民意、出实
大学生毕业后可优先加入公司。此外，
招，
为破解传统行政村单一管理模式作
加大公共就业服务力度，
围绕辖区企业
出了有益探索，
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用工、高效农业种植，常态开展职业技
一方面，
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契
能培训，为一大批 4050 人员开辟了大
机，
加快改善安置小区
“硬环境”
。在所
量公益性岗位。
有安置小区开展新亮工程，
墙体全部出

新，加大踩踏绿化小径整改，改建体育
场所、布置健身器材，全面建成百姓大
舞台和社区小剧场。按“一区一品”标
准，各安置小区建起乡愁园、搭起法治
和德治长廊、布置好人广场、打造文明
家庭楼道等。另一方面，抓实小区“软
实力”
提升，
探索小区管理长效机制，
增
强基层治理能力。通过建立完善网格
化管理、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等机制，
保障小区事项实现“决策民议、方案民
定、成效民享”
。
环境好了、生活富裕了、老百姓的
精神生活丰富起来，
乡风文明也跟着红
火了。如今，
淮安生态文旅区所有社区
都建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道德讲堂
和课外阅读书屋，制定颁布了《居民公
约》，极大增强了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
和幸福感。如今走进新城，楼成群、产
业旺、农民笑，一幅“留得住绿水青山、
记得住乡愁”
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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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广西北海市海城区法院披露了一起恶意用硬币清偿
执行款案例。北海市一汽车服务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案，
被法
院判处付原员工 3 万余元，
并明确要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执行款。因该公司迟迟未履行判决义务，
名下一辆奥迪汽车被
法院扣押，
于是公司老板提4袋硬币交执行款。前不久，
法院以
消极对抗执行为由对该公司罚款5万元。
用大量硬币支付赔偿金，
当事人既输了官司，
又失了形象，
屡次引起舆论谴责，
但很少受到法律追究。这次，
司法机关没
有再放过此种恶意刁难行为，
根据相关规定，
以消极对抗执行
为由对其重罚，
处罚过罚相当，
并不有违硬币作为法定货币的
地位，
也不悖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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